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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與中國歷史研究：

具體方法的視角

⊙ 湯敏軒

 

近日重讀余英時先生的著作時，筆者不經意間發現，余先生在標題中喜歡用一個「與」字，

比如「士與中國文化」、「錢穆與中國文化」、「論戴震與章學誠」、「中國近世宗教倫理

與商人精神」、「《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

人物與文化危機」、「民主與文化重建」等等。這或許可以表明，余先生對一種姑且稱之為

「連袂式的研究」有著特別的興趣。這種連袂式研究的取意自然是重在考察「與」字前後兩

個物件之間的關係，但要把這些關係清楚明白地表達出來卻並非那麼簡單。換句話說，在兩

個看起來不那麼緊密、有些甚至是彼此不相及的物件中間加一個「與」字，是一件有點冒險

的活計。余先生敢於歷次冒險且屢獲成功的原因，無疑是他在將兩個物件連接起來之前，分

別對那兩個獨立的物件本身都已分別有了深厚的了解。因此，冒險對余先生而言不過是成功

的催化劑，可是對筆者來說就具備了其原始的含義，因為對本文標題中「與」字前後的兩個

物件筆者都沒有深刻的認識，這無疑是險而又險的。然而，一種強烈的動因，使我甘願這次

冒險。這一動因源自於讀余先生著作時的切身感受以及一個合度的視角：研究中國歷史的具

體方法。很明顯，這既縮小了論題的範圍，同時也減小了冒險的程度。當然，這絕不是說，

余先生與中國歷史研究的關聯僅僅發生在具體方法的層面。

之所以選擇「具體方法」這一視角，還有另外一層考慮。筆者注意到，當前國內學界在談及

方法時往往有重「論」的傾向，即過於注重方法論，而對具體方法則有所忽略。這裏有必要

對甚麼是「方法論」作個簡略的解釋。直白地說，「方法論」就是關於方法的理論，是從各

種具體方法中抽象出來的一些認識、原則、規範等。之所以說今日有重「論」之傾向，是指

學者們往往偏重抽象的原則，而輕視具體的方法。即算涉及方法本身，也更願意發表關於

「宏觀方法」的見解，比如比較的方法、歷史的方法、階級分析法等等。

基於此，本文欲「詳人之所略，而略人之所詳」，從具體方法的視角對余英時先生與中國歷

史研究的關係作一次冒險的探究。豈敢校正學界偏向，但求慕學於先賢。昔梁啟超、錢穆二

位先生均著有《中國歷史研究法》一部，個中所論大多為具體方法之明示，其細緻程度惟恐

讀者有半處迷惑，實可為今日之借鑒。以下述及余先生之具體研究法凡四點，行文過程中，

須不時援引余先生的原文作為佐證。因此，筆者假定讀者諸君業已通覽過余先生的數部著作-

-有感在先當更易共鳴，如是則幸甚。

一 內在理路



關於「內在理路」的方法，余先生在《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增訂本自序中有清楚的說明1：

本書的基本立場是從學術思想史的『內在理路』闡明理學轉入考證學的過程。因此明、

清之際一切外在的政治、社會、經濟等變動對於學術思想的發展所投射的影響，本書全

未涉及。

由此可知，所謂「內在理路」，是指在尋求歷史變遷的動因中，專注於內在原因的探求，同

時並不贊成外部因素決定論。這裏的內在原因，一般是指人物心理的、事件本身的、思想一

脈自主的變動。關於此點，錢穆先生在給余先生的信中說得最明白，「弟原論文（指〈漢晉

際之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一文--筆者注）正因太注重自覺二字，一切有關政治社會經濟等

種種外面變動，弟意總若有意撇開，而極想專從心理變動方面立論，但內外交相映，心理變

動有許多確受外面刺激而生，弟文立論，時覺有過偏之處」2。這封信寫於1960年，而《論戴

震與章學誠》初版於1975年。或許正是早年即受錢穆先生指正，余先生的研究並未偏執於內

在理路之單面，正如他在那篇自序中接著說道：

然而我並不是要用「內在理路」說來取代「外緣影響」論。在歷史因果的問題上，我是

一個多元論者。歷史上任何一方面的重大變動，其造因都是極其複雜的；而且迄目前為

止，歷史學家、哲學家或社會學家試圖將歷史變動納入一個整齊系統的努力都是失敗

的。「內在理路」說不過是要展示學術思想的變遷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必須指出，這

種「自主性」只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學術思想的動向隨時隨地受外在環境的影響也

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我之所以強調「內在理路」，是因為它足以破除現代各種決定

論的迷信，如「存在決定意識」之類。

就該書的具體內容，他進一步指明：

相反地，我仍然承認清末以來的政治影響說--清末的文字獄--是有根據的。在我的全部

構想中，「內在理路」不過是為明、清的思想轉變增加一個理解的層面而已。它不但不

排斥任何持之有故的外緣解釋，而且也可以與一切有效的外緣解釋互相支援、互相配

合。我惟一堅持的論點是：思想史研究如果僅從外緣著眼，而不深入「內在理路」，則

終不能盡其曲折，甚至捨本逐末。

這一段文字已經很清楚地說明了「內在理路」的取意及其同「外緣影響」的關係。接下來，

讓我們來看一個具體的例子。

〈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一文的主旨是「以士之自覺為一貫之線索而解釋漢晉之思

想變遷」3，即儒學漸衰而老莊興盛。所謂「士之自覺」，按照余先生的解釋，是「區別人己

之謂也，人己之對立愈顯，則自覺之意識亦愈強」；筆者將其理解成「士」相對於其他群體

的一種獨立意識，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心理變遷。很顯然，比照於其他中外學者考論魏晉士

風「或偏重於士族政治、經濟勢力之成長，或深入於清談之政治背景之隱微」，以「士之自

覺」為線索來解釋漢晉的思想變遷，理應是對「內在理路」的爬梳整理。恰如余先生在「引

言」中所說，「本文但求立己，不求破人」，這與他上述「內外不悖」的論旨是相合的。

那麼，有沒有一個「內外」界限的分野或內涵的大致對應呢？或者更通俗地說，何為內？何

為外？在「漢晉之際新思潮之發展」一節裏，余先生寫道，「本篇僅就士之自覺之背景考察

思想之變遷，故所涉不出主觀方面之範圍，而置客觀之因素不論焉」。於此，我們似可將內

在理路對應於主觀心性，而將外緣影響對應於客觀環境。關於何為主觀何為客觀，結合「儒



家經術之衰與老莊思想之興」這一漢晉思想變遷的原因，余先生亦有明確的交待：客觀方面

的原因為「漢人通經所以致用，今經學末流既不能施之世務，則其勢乃不得不衰」，主觀方

面的原因是「一種學術思想之流行除因其具實用之價值外，又必須能滿足學者之內心要求，

而漢儒說經既羼以陰陽五行之論，複流於章句繁瑣之途，東京以降遂漸不足以厭切人心，其

為人所厭棄則尤是事有必至」。通過對鄭氏經學、荊州學派、魏晉玄學、輔嗣注易等一系思

想之具體分析，余先生得出，「治經蓋有求根本義之趨向，而章句煩瑣足以破壞大體，為當

時通儒所不取」。這種分析的方法同前述論證宋明理學之所以轉為清代考證學的方法是一脈

相承的。

「內在理路」的方法何以得到余先生的重用？他在〈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一文的

引言中說，「依此解釋，不僅儒學之變為老莊，其故可得而益明，即當時政治、經濟、社會

各方面之變動而最為近人所措意者，亦未嘗不可連續而參證之」。可見，除了「詳人所略」

之外，對於使用內在理路這一方法的論證效果，余先生也頗為滿意。他在文中直言，「竊以

為一切從外在事態之變遷而迂曲為說者，皆不及用士之內心自覺一點為解釋之確切而直

截」。「外緣影響」是為迂環曲折，「內在理路」則顯確切直截，效果的不同亦反映出取意

的差別，這是其一。

另外，余先生的重內輕外還同他身處西方漢學界的周遭環境相關。較諸中國，西方學人看問

題喜發散式思維，一般鮮有「單因決定論」。余先生也在多處提到「歷史的發展決非任何單

一因素所能完全解釋」。在多元因素之內，西方學者似更注重內在原因的探求，即使是對外

緣影響的闡發一般也會歸依到內在理路的流變。作為海外華人學者，余先生勢必要以西方漢

學界為主要對話者，而方法的認同才是彼此溝通的前提。如果借用「內在理路」一說，這當

然要算作「外緣因素」對余先生的影響，類似的還有國內學術先輩的示範作用。比如梁啟超

在「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一文裏就表明，「歷史理解最多只能說是『互緣』，不能

說是因果」；又如錢穆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多次提到4：

我們學歷史，正要根據歷史來找出其動向，看它在何處變，變向何處去。要尋出歷史趨

勢中之內在嚮往，內在要求；我們該自歷史演變中，尋出其動向與趨勢，就可看出歷史

傳統，我此所謂歷史傳統，乃指其在歷史演進中有其內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

這一股力量與個性，亦可謂是他們的歷史精神，能使歷史在無形中，在不知不覺中，各

循其自己的路線而前進；中國歷史文化傳統源遠流長，在其內裏，實有一種一貫趨向的

發展。

上述這些「內在嚮往、內在要求、內在精神力量、一貫的趨向」，應該對余先生的「內在理

路」研究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甚至在他自己所說「研究重心已轉移到外緣領域的三篇代表

性專論」中也多少流露出了那種論證方式和行文風格。這三篇專論是〈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

商人精神〉、〈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和〈明清社會變動與儒學轉向〉（〈士商互動與儒

學轉向〉為此篇的最後改定稿），以下進行簡略的分述。

〈商人精神〉一文關注的中心問題是「中國為甚麼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對於這一普遍關

注的問題，余先生認為，史學界尋求答案的方式可以分為兩個主要流派。第一派持馬克思主

義的觀點，從理論上斷定資本主義已經在中國萌芽，只不過由於種種外部因素的阻礙，而沒

有充分成長。這一派所依據的一個預設性前提是，馬克思的歷史五階段論是適用於一切人類

社會的普遍規律，中國當然不可能成為例外，第二派受韋伯的一些影響，在理論上並不預斷

資本主義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而是從事實出發，探討傳統中國為甚麼產生不出西方



式的現代資本主義。從具體方法的角度上看，我們可以將第一派所用的方法看成「外緣影響

論」，即西方列強的入侵切斷了中國本已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而包括余先生以及西方漢學

界在內的第二派則取「內在理路說」，即從宗教和道德傳統中深層挖掘中國沒有發展出資本

主義的原因。也就是說，籠括全篇的仍是內在理路的模式。同樣，在具體的論證過程中，無

論是分析新禪宗、新道教的入世轉向或是詳談儒家倫理的新發展，余先生都很少涉及外部因

素的影響，而只是從思想本身的發展來闡明其變遷的路向。即使談到新禪宗對儒家的影響，

也是為了說明新禪宗給儒學的發展帶來了壓力與困境，其主線仍然沿著內在的理路，從韓

愈、李翱、程朱、陸王這些不同時期儒學代表人物的言行，梳理了傳統儒家的改造與重振。

全文最有可能適用「外緣影響」模式的是下篇：「中國商人的精神」。慣常的思路是，通過

分析明清之際工商業的發展狀況，結合當時的政治制度、社會經濟等背景，概括出商人精神

形成與發展的全貌，並指出哪些因素起到了或促進、或阻礙的作用。但余先生在下篇一開始

就申明：「本篇的討論以商人的精神憑籍和思想背景為主要對象，……至於商業發展的本

身，此篇完全不擬涉及。」「精神憑籍」與「思想背景」顯然不是外緣的影響，雖然其後的

論證中援引了「新四民論」這一社會關係的新格局，並多次談到士商階層的互動，但這些大

多只限於文化與觀念的層面，亦可將其理解為對內在理路的側重。

在收入後兩篇文章的《現代儒學論》一書的序言中，余先生仍然透露了內在理路的取意，他

「希望能夠矯正一個相當普遍的誤解，即認為儒家思想自明末以後便已完全陷於停滯僵化的

狀態」，並指出「今天頗有一些中外史學家開始注意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

動力；他們已不能接受中國近代的變動完全由西方挑戰所激起的主流觀點了」5。言下之意很

明確，儒家思想有其連續一貫的內在理路，中國歷史發展也有其自身的內在動力，這兩個

「內在」是可以互為參證的。比如〈回顧與展望〉一文即是「從歷史的角度說明儒學在近代

的解體過程，並進而展望儒學在現代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發揮甚麼樣的效用」。在

第一節「現代儒學與內在批判」的開始，余先生便質疑了「西方思想的侵入直接導致儒學解

體」這一「未經詳細研討的假設」，並指出「這一假設雖有事實上的根據，但不免引起一種

誤解，以為反儒學的運動完全是從外面來的」。緊接著他說，「我現在想提出另一個觀點，

即儒學的批判是從內部開始的。不僅晚清如此，『五四』初期也是如此」。通過援引今文經

學與古文經學對此進行比較論證之後，余先生進一步指出：「如果我們承認現代反儒學的運

動最初源於儒學的『內在批判』，那麼，儒學吸收西方思想這一事實也許可以看作是出於它

本身發展的一種內在要求，並不是『用夷變夏』這個簡單的公式所能解釋得清楚的。」由此

可見，在余先生看來，儒學對西方思想的吸收有其內在理路的原因，正如他在第一節末尾得

出的結論那樣，明清儒家的政治社會思想中便已發展出了一種與近代西方觀念大體相近的基

調，正是由於基調相近，晚清儒家才駕輕就熟地接上了近代西方觀念。在第二節中，通過分

析明、清和民國初年儒學和政權的緊張關係，余先生證實「清末民初的儒學批判基本上是內

在的」。第三節的結論更為明晰：「吸收西學顯然是出於儒學發展的一種內在的要求，對於

建制化儒教的批判，也是相應於此內在要求而起的內在批判」。

〈士商互動〉一篇實際上含有前兩篇的影像，余先生自己也說它們的「基本旨趣是一致

的」。在引言中，余先生重申，「近代中國的『變局』決不能看作是完全由西方入侵所單獨

造成的，我們更應該注意中國在面對西方時所表現的主動性」。由此，這篇文章的主旨是，

「重新檢討明清社會與政治史，並追尋明清漸變與現代劇變之間的內在關聯」。在論證過程

中，文章固然較多地關注了一些外緣的影響，比如棄儒就賈、士商互動等，但最終還是以內

在理路為依歸。比如「士商互動」談的雖然是商人逐步發展了一個相對「自足」的世界，但



其目的在於說明，儒家的「道」也因為商人的參加而獲得了新的意義，從而為儒學的轉向提

供了鋪墊。

二 概念先行

將「概念先行」這一學術研究的一般通則在這裏單列出來，是因為在余先生的研究著述中這

一具體方法得到了十分的注重，它也是讀余先生的書之後在方法上給我感受最切近的一點。

先來看余先生的一篇文章：「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開篇第一段有這樣的話6：

中國的政治傳統中一向彌漫著一層反智的氣氛。我們如果用「自古已然，於今為烈」這

句成語來形容它，真是再恰當不過了。但是首先我們要說明甚麼叫做「反智」。

引文中最末一句話可以說是對余先生「概念先行」的方法最精當的概括。當然，這並不是說

一定要給某個概念下個明確的定義。余先生也承認，「研究這一現象的學者都感到不易給

『反智論』下一個清晰的定義」。他只是將「反智論」分為兩個互相關涉的部分：「一是對

於智性本身的憎恨和懷疑，認為『智性』及由『智性』而來的知識學問對人生皆有害而無

益。抱著這種態度的人我們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論者』；二是對代表『智性』的知識份子表

現一種輕鄙以至敵視。凡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人，我們稱他們作『反知識份子』」。接下來他

寫道，「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們將儘量用『反智論者』一詞來兼指『反智性論者』和『反知

識份子』兩者，非十分必要時不再進一步加以區別，以免引起了解上的混亂」。余先生這裏

所說的混亂大致有兩類：對一般讀者來說，望文生義可能導致理解偏差，概念先行則可讓讀

者對作者所要探討的物件有一個通體的認識而不致誤讀全文；即使對專業研究者而言，也可

能由於視角的不同而引起釋義的差別，這種情況導致對作者本意的誤解或許比對一般讀者還

要深，甚至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分歧和無謂的爭論。概念先行的另一個顯而易見的益處是，作

者本人在先行界定概念之後，餘下的論證一般較少旁生枝節，利於行文過程的條分縷析。下

面我再用兩個例子來對這一方法進行說明。

收於《士與中國文化》中的「名教思想與魏晉士風的演變」一文第一節的標題即是「何謂名

教」，這也是一般讀者最先遇到的問題。就算是魏晉史研究者，也不可跳過此節不看，因為

余先生給出了他自己的解釋。他認為，如果按照陳寅恪先生賦予名教的純政治性解釋，那就

無法理解嵇康、阮籍以後的某些具體事例，比如「避世不仕」、「任情不羈」等。因此，

「事實上魏晉所謂『名教』乃泛指整個人倫秩序而言，其中君臣與父子兩倫更被看作全部秩

序的基礎。不但如此，由於門弟勢力的不斷擴大，父子之倫在理論上尤超乎君臣之倫之上，

成為基礎的基礎了」。有此概念之先行界說，我們就不難理解其後談到的「情禮衝突」、

「緣情制禮」以及「禮玄合流」仍然是名教危機的延蕩與平息。可以說，概念先行事實上起

到了對全文提綱契領的作用。

不僅對諸如「反智」、「名教」一類專業性較強的術語，即算是耳熟能詳的大眾化辭彙，余

先生也要將界定概念放在具體論證之後。且看一篇題為「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的長文。此文的核心概念有兩個：「中國文化」、「現代生

活」。開門見山、直接入題這種慣常的套路本也無可厚非，因為這兩個概念實在是談得太多

了。但或許正是因為談得多，因而雜亂不一，余先生對此顯得格外謹慎7：

我首先想對「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兩個概念進行一種客觀的歷史分析。在分析的



過程中，我自然不能不根據某種概念性的假設，但是這種假設並非我個人主觀願望的投

射，而是在學術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和普遍性的。

接著，他指明文化有廣義狹義之分，在文中他欲取其最廣泛的涵義，涉及政治、經濟、社

會、藝術、民俗等各個方面。僅就此點，他仍作了如下的說明：

文化觀察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出發，我所採取的自然不是唯一的角度。我所提出的看

法更不足以稱為最後定論。我只能說這些看法是我個人經過鄭重考慮而得到的，也許可

以提供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人參考。

或許有人覺得余先生下筆過於謹慎反顯拖沓了，但這恰恰是學者型人格的特質所在。學者不

同於政治家，林肯可以即興為民主下一個結論式的定義，而學者要為民主的定義寫上一本

書，或許還不能得出甚麼結論。事實上，余先生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來界定文化的內涵與

外延。他雖然採取了一種整體的觀點來探討中國文化，但又認識到整體而全面的分析是一個

沒有止境的過程，而期望獲得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確定結論，更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夢

想」。並且，在他看來，「整體的觀點難免有流於獨斷的危險」，因此他又通過一組具有普

遍性、客觀性的問題檢視了中國文化的特質，這些問題包括此岸與彼岸兩個世界的分野、世

俗化過程、終極的價值寄託等。同樣，他認為，「普遍性的『現代生活』和普遍性的『文

化』一樣，也是一個抽象的觀念，在現實世界中是找不到的。現實世界中只有一個個具體的

現代生活，如中國的、美國的、蘇俄的或日本的，而這些具體的現代生活都是具體的文化在

現代的發展和表現。」通觀全文可以發現，余先生大約又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檢討了中國文

化在現代的發展和表現，即界定了「現代生活」這個概念。這樣，到真正談及「中國文化與

現代生活」時，問題就變得非常簡捷，論證起來自然也就十分明快。正如本文一開始所說，

余先生是在對「與」字前後的兩個物件有了透徹理解之後，再論及二者之間關係的，這與其

概念先行的方法是相互照應的。

三 結論適度

這裏的「結論適度」是臨時拼湊出來的一個詞，意思是余先生在論證過程中和作出結論時，

一般不把話說得很絕對，總是以適度的讓步給自己留出充分的迴旋餘地，使結論更為合理。

比如在「中國知識份子的古代傳統--兼論『俳優』與『修身』」一文中，余先生通過「俳

優」的行為充分證明了「士」的修身立道。但到全文即將結束時，有這樣一段話：

中國知識份子雖然自始便有重視「修身」的傳統，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肯定他們人人都

在精神修養上有了真實的造詣。事實上，在戰國中晚期「修身」不但已成為「士」的標

記，而且世主也以此為取「士」的標準。「修身」既入於利祿之途就必然不免要流為虛

偽。

接著他舉《淮南子》作為例證。這實際上是對全篇主旨的反證，一般惟恐避之而及。因為，

全文重在說明「道」與「勢」的抗衡，而這裏又表達出「道」對「勢」的屈從，兩者是互相

矛盾的。但歷史並不因為矛盾而能被忽略，余先生客觀地指出，「無論是『俳優』型或『以

道自任』型的知識份子在中國歷史上都有正負兩面的表現」。從整體上看，這種出於尊重客

觀史實而作出的略微讓步，非但無損於文章的主旨，反而提高了論證的可信度，增強了文章

的說服力。



「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一文的主旨是為了說明，作為中國大傳統的承擔者，漢代循吏發揮

了充分的教化功用。在已經得出結論之後，余先生又指出，「漢代循吏雖是大傳統的『教化

之師』，然而這樣不表示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用大傳統來取代各地的小傳統，或以上層文化

來消滅通俗文化」，「循吏所能做的不過是禁止其中對人民生活極端有害的部分。至於那些

無傷大雅的部分也只好採取董仲舒所謂『寬制以容眾』的辦法。而且循吏既不能完全不受時

代思潮的影響，大傳統也不能免於小傳統的侵蝕」。可見，雖然對結論作了讓步，但並未妨

礙文章的主題。余先生甚至在「結論」部分的一開始就寫道：

以上我們大致討論了漢代循吏在傳播文化方面所發揮的歷史作用。我們必須緊接著指

出，漢代循吏的人數畢竟是很少的，遠不及酷吏和俗吏那樣人多勢眾。事實上，循吏不

過是漢代士階層中的一個極小的部分而已。……循吏是士的一環，其影響主要是在文化

方面，這種潛移默化的效用也不是短期內所能看得見的。

這裏，如同「但是我們首先要說明甚麼叫做……」這句話精當地表示出了「概念先行」的方

法一樣，「我們必須緊接著指出」這句順承語也恰切地體現了「迴旋有度」的論證風格。試

想，如果抽掉其間的讓步成分，經過嚴格的論證推理之後，得出類似的結論也未嘗不可，不

過沒有這樣來得自然、順暢，仿佛樂曲中的一詠三歎，主題在變奏的烘托之下愈加顯得清晰

有力。

這種適度結論的論證還有很多例子，而且它似已內化成了余先生的一種寫作習慣。這一習慣

非但符合史學研究的要義，而且可以推廣到一切人文和社會科學，作為方法科學化的必要前

提。關於這一點，韋伯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一書中的「歷史因果考察中的客觀可能性與恰

如其分的因果關係」一節就有很好的說明。韋伯用近乎學究式的語言寫道8：

我們能夠發現並在思想上分離那些因果「因素」，預期的結果必須被設想為同它們處在

恰如其分的關係中，因為那些被分離開來強調的因素同其他因果「因素」--根據普遍的

經驗規劃，我們預期從它們會產生另一種結果--的結合可以想像相對少。……我們習慣

於說，一種指向相關結果的「發展趨勢」是存在的。

可見，韋伯也只是說「指向相關結果的發展趨勢」是存在的，而不是預設的結論本身。可以

說，余先生的歷史研究並非是要完全再現歷史事件的過程，而是在對歷史事件分類整合的過

程中，根據普遍的經驗規則和恰如其分的因果關係，找出一種可以成立的「發展趨勢」，而

這正是以迴旋有度的具體方法和思維習慣為前提的。

四 小心求證

在治學方法上，胡適之先生一生宣導八個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在「大膽假設」上，余

先生恐無意為之，但「小心求證」確是他固守的原則。豈止是小心，有時甚至略顯繁瑣。比

如「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一文，洋洋數萬言，旁徵博引，各種史料相互參

證，然而最終的結論卻極為簡約，即東漢政權的建立是以士族大姓為社會基礎的。

余先生「小心求證」的方法還表現在對史料的取捨上。梁啟超曾說：「史學所以至今未能完

成一科學者，蓋其得資料之道視他學為獨難。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

復史之可言。……故史學較諸他種科學，其搜集資料與選擇資料最勞而最難。……惟既矢志

忠實於史，則在此殘缺範圍內當竭吾力所能逮以求備求確，斯今日史學之出發點也。」這一



出發點在余先生的研究中可謂堅守必至，以下分別從求備與求確兩個方面予以說明。

在「史料求備」方面，僅〈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文，就使用了以下諸種類型的

史料：人物傳記、佛教清規、墓碑墓表、家族宗譜、石刻記載、儒家經典、日記小說、要覽

叢談，以及大量域外專論，內容遍涉經史子集，範圍不可謂不廣博。同時，對於每一項史

料，皆能縱向挖掘、深入內裏，鮮有浮於表面的淺層例證。

在「史料求確」方面，梁啟超說：「史料以求真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誤，二曰偽。正

誤辯偽，是謂鑒別。」他告誡治史者要「向常不懷疑之點能試懷疑，能對素來不成問題之事

項而引起問題」，即注重鑒別史料的真偽，可見他對史料求確的慎重態度。余先生這方面的

立場亦是如此。〈商人精神〉下篇談到「明清儒家的治生論」時，余先生援引清代沈垚關於

商人社會功能變遷的一段言論作為說明，但他緊接著寫道：

首先必須指出，沈垚是一個鄉試多次失敗的塞士，他的話因此不免有激憤的成份。不過

整個地看，他的論點有是充分的歷史根據的；……沈垚的用語略嫌過重，且統宋、元、

明、清而言之，也失之籠統。但若把這一段文字看作是對十六至中十八世紀中國社會的

描寫，則大致可以成立。

由此可以看出，余先生對於自己所用的史料是十分審慎的，這樣做可能在局部上減輕了論證

的力度，但在整體上是對論證效果的加強。又如在「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一文中，余先生

論及循吏曾努力將中國的生活方式傳播到邊疆地區和少數民族，在援引《後漢書》的相關記

載後，余先生適時補上了一句，「不用說，這一記載中頗有渲染和漢民族的偏見。但是其中

也有可以辨識的基本史實。」另外在有些地方，余先生還直接提到了「史料求確」方面的困

難。〈商人精神〉中談到「明清商人的倫理」時，他說：

這裏我們碰到一個方法論上的困難，我們固然可以找到不少明清商人實踐其道德信條的

證據，然而在現實世界中這種實踐究竟有多少代表性？……我們只能說，這個問題和史

學家對於他們所研究的歷史世界的全面判斷有關。如果我們承認明清的商業世界中存在

某種秩序，而此秩序又多少是由某些倫理觀念在維繫著，那麼當時文獻中所透露的佔有

主導性質的商人倫理便應該受到研究者的嚴肅注意，……因此以下僅在客觀地刻劃出一

般的常態，絕不是美化傳統的商人，說他們人人都遵守商業道德。特聲明於此，以免讀

者誤會。

引完上面這最末一句，讀者諸君所感受到的應該不止是內在理路、概念先行、結論適度、小

心求證這些具體的研究方法，大約還能體會到一種知識份子嚴謹、謙遜的精神氣質，以及跳

動在字裏行間的學者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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